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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调整央企资产交易
业务产权交易机构名单

投资者自负八成损失是否合理

“投资金额 18 万元，现在只能拿回 3.6 万元。”接到审判结果，一位起诉

了中国银行的投资者算了算账。

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这样的审判结果也并不令他们真的服气和满意。

“如果按照预计 70% 的本金赔付计算，18 万元的投资金额，案件胜诉至

少能拿回 12.6 万元。而这类维权案件，律师一般收取 20% ～ 30% 的诉讼费用，

最终能拿回的也只有 8 万元左右。”

事情的起源是，2020 年 4 月 15 日，前述这位不愿具名的投资者在中国银

行 APP 上买了 18 万元“原油宝”产品，5 天后，这 18 万元本金全部亏掉，并

且还倒欠银行两倍本金。

一家国有大型银行与国际金融大鳄交手损失惨重，发现问题之后，能不

能拿投资者的钱来交学费？中国银行“原油宝”事件在国内并无先例，因此

该案件审判落锤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2020 年底，惊动市场的中国银行“原油宝”事件，处理结果接连落地：

2020年12月15日，中国银保监会对中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合计罚款5050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两起涉中国银行“原油宝”

事件的民事诉讼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判决由中国银行承担原告全部穿仓损失

和 20% 的本金损失，返还扣划的原告账户中保证金余额，并支付相应资金占

用费。这也是法院对首批“原油宝”民事诉讼案的一审判决结果。

这一审判结果意味着，中国银行“原油宝”的投资者们将自负八成的本

金损失。

“原油宝”百亿损失案宣判：遭国际空头阻击
中国银行拿投资者的钱交学费？

价格屠夫特斯拉的打压下，
蔚来真的稳如泰山？
面对 1 月 1 日特斯拉的突然降价，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公开
回应称不会跟风降价。

ATTENTION    04  >>

10 年贪污近 18 亿 豪宅成赃款“超市”
原中国华融老总赖小民如何沦为死刑犯
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一审宣判死刑，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金融领域反腐败的标志性事件。

ECONOMY    02  >>

“零售之王”招商银行的当下与未来

招商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的代表，未来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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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央企外部董事国务院国资委：央企外部董事
培训班解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培训班解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  作者  郭梓维

■  作者  张宁

国务院国资委 1 月 6 日消息，近期，国资委举办中央企业外部董事、董

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培训班。本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增强外部董事

的履职能力和董事会支撑保障人员的专业能力，交流董事会建设经验，深入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国资监管政策、宏观经济形势。

受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委托，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任洪斌作

开班辅导报告，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资委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就

相关政策作了深入解读。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国资委党委对董事会和外部董事队伍建设高度重视，

本期培训班内容丰富、时间紧凑，大家研究把握大局大势，深入领会出资人

要求。回到工作岗位后，将进一步推动董事会建设，切实发挥好“定战略、

作决策、防风险”功能作用。

有媒体不完全统计显示，2020 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密集任命和调整中

央企业外部董事（包括专职外部董事）。多名能源央企高管离开原岗位，进

入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序列，包括华电集团原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杨清廷，国

家电投集团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杨亚，中国石油集团原党组副

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国家能源集团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米树华，南方

电网原党组成员、总会计师文利民，华电集团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任书辉，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高级副总裁雷典武等。

关于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一职，在2009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董

事会试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提出，专职外

部董事，是指国资委任命、聘用的在董事会试点企业专门担任外部董事的人

员。专职外部董事在任期内，不在任职企业担任其他职务，不在任职企业以外

的其他单位任职。

此外，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列入国资委党委管理的企业领导人员职务名称表，

按照现职中央企业负责人进行管理；专职外部董事在阅读文件、参加相关会议

和活动等方面享有与中央企业负责人相同的政治待遇；专职外部董事的选聘、

评价、激励、培训等由国资委负责。

专职外部董事每半年向国资委报告一次工作，重大事项及时报告。上述管

理办法提出，专职外部董事的任职基本条件之一，是“具有 10 年以上企业经

营管理或相关工作经验，或具有战略管理、资本运营、法律等某一方面的专长，

并取得良好工作业绩。”专职外部董事的薪酬标准由国资委制定，并由国资委

支付。

根据定位，外部董事制度的建立对规范央企治理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防范重大风险发挥着重要作用。《国资报告》杂志在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一则

报道称，“今年以来，（国资委）对 80 家中央企业董事会、董事以及 22 名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开展了年度评价。为企业选优配强外部董事 92 人次，

及时调整不适宜、不胜任人员 9 人，遴选 95 名人选充实外部董事人才库。”

对于外部董事的作用，相关央企进行积极探索：新兴际华集团试推行外部董事

“一票缓决制”；中国诚通积极发挥外部董事在人才集聚、项目推介、信息沟

通等方面的特殊作用；神华集团董事会在讨论收购东南亚某国一家电厂项目时，

外部董事认为项目面临社会风险，否决了议案。

除了少量专职外部董事外，国务院国资委任命更多的是央企外部董事。多

位能源央企“一把手”在正式退休后获此任命。

（本报张郁综合编辑）

据国务院国资委 1 月 6 日消息，国资委办公厅近日下

发《关于调整从事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产权交易机

构的通知》，公布新确定的 36 家中央企业资产交易业务产

权交易机构名单。

通知表示，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促进产权

市场更好服务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根据《企业

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 号）

等有关规定，国务院国资委定期对从事中央企业国有资产

交易业务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调整。

经组织相关部门和中央企业进行评审，新确定的中央

企业资产交易业务产权交易机构名单如下：

从事中央企业权益类业务（产权转让、企业增资）机

构名单

1.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3. 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4.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5.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从事中央企业实物资产转让业务机构名单

1.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3. 河北产权市场有限公司

4. 山西省产权交易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5.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6. 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7. 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

8. 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9.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10. 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11. 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12.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3. 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

14.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

15.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16.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17.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18.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19. 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 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2.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24.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5. 云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6. 西藏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7. 西部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28. 甘肃省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9. 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

30. 宁夏科技资源与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31. 新疆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32. 青岛产权交易所

33. 宁波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34. 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35. 大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36.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强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请各中央企业

分别选择上述机构开展权益类和实物资产类交易业务。已

在产权交易机构进行预挂牌、正式挂牌的项目，可继续在

原交易机构进行。

AUTOMOBILE   07  >>


